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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及全美各州搬家 ★專精傢俱回台灣及全球
●洛杉磯總公司 1-800-743-6656
17031 Green Drive, City of Industry, CA91745
●新澤西分公司 732-432-4288
122 Tices Lane, Suite A, East Brunswick, NJ 08816
●台灣分公司 03-327-5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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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頓診所足科中心休斯頓診所足科中心
休斯頓診所足科中心位於敦煌廣場休斯頓診所足科中心位於敦煌廣場EE棟二樓棟二樓EE219219AA房房﹒﹒ 從星期一到從星期一到
星期六星期六﹐﹐陳醫生僅通過醫療預約的方式來看病人陳醫生僅通過醫療預約的方式來看病人﹒﹒ 該診所接受所有該診所接受所有
的主要保險計劃的主要保險計劃﹒﹒ 欲了解更多信息欲了解更多信息﹐﹐請致電請致電713713--272272--66886688或訪問或訪問
他們的網站他們的網站houstonmedicalclinic.comhoustonmedicalclinic.com﹒﹒

403 W. Grand Pkwy S, Katy, TX 77494

植牙：$1299

中文：
651-343-2258

Jessica

設備精良 環境優雅 服務親切

Dr. Dat V.Pham,DDS

your Gent
le Caring Dental Team!

      

隆重開張

歡迎加入我們一起保健牙齒笑口常開的大家庭

牙齒全科：
˙人工植牙，微型植牙，最新3D Cone Beam

CT電腦斷層，保證植牙精準
˙牙齒美容矯正，美容烤瓷貼面

(Luminees)漂白
˙補牙，鑲牙，假牙
˙根管治療，牙冠，牙橋
˙口腔功能重建
˙牙週病治療
˙口腔外科/拔牙及手術智齒拔除
˙一般及深層洗牙
˙兒童牙科

英文：
281-402-8188

包括三維掃描，不含牙冠，牙橋。

免費咨詢植牙問題

牙齒矯正：$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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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講啦開講啦》》名人開講分享心路歷程名人開講分享心路歷程 砥礪人心好榜樣砥礪人心好榜樣

【VOA】美國和中國星期四正式宣布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將於4
月6至7日訪問美國﹒白宮星期四發表聲明說﹐中國國家主席
習近平將在4月6日和美國總統川普舉行會晤﹐兩位領導人將
就“雙方共同關心的國際﹑地區以及雙邊議題”展開討論﹒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陸慷在星期四的例行記者會上說﹕“國家主
席習近平將於4月4日至6日對芬蘭進行國事訪問﹐並於4月
6日至7日在美國佛羅裏達州海湖莊園同特朗普總統舉行會
晤﹒”
這次莊園峰會將是川普總統就任以來首次與中國最高領導人

習近平進行面對面的會晤﹒習近平也將成為繼日本首相安倍
晉三之後川普在美國海湖莊園（Mar-a-Lago）會見的第二位
外國領導人﹒
陸慷沒有透露更多的細節﹒此外﹐美國國務院一名官員星期
二在透露這一消息時也沒有提供兩人會談的具體日程﹒有分
析人士認為﹐在峰會下個星期就要舉行之際﹐美中雙方避而不
談有關的細節說明雙方仍在一些問題上仍然存在相當的分
歧﹒

《《美國之音美國之音》》全美重點要聞整理全美重點要聞整理

節目介紹﹕《開講啦》是中國首檔青年電視公開課﹒節
目邀請“中國青年心中的榜樣”作為演講嘉賓﹐分享他
們對於生活和生命的感悟﹐給予中國青年現實的討論
和心靈的滋養﹒每期節目由一位名人傾情演講﹑與十
位新銳青年代表進行交流對話﹐300位大學生作為觀
眾現場分享這場有思考﹑有疑問﹑有價值觀﹑有鋒芒的
思想碰撞﹒現已播出第三季﹒

播出時間﹕周六晚間9時30分至10時30分首播﹐周日凌晨1時至2時重播﹐敬請準時收
看﹒

【VOA】美國總統川普星期三在白宮與行政
部門的官員一起參加一個匯報會﹐聽取有
關方面介紹阿片（鴉片）類毒品上癮問題的
危害﹒這是白宮為兌現其努力遏制阿片類
上癮危機惡化的承諾而邁出的第一步﹒
川普說﹐沾染上這種毒癮的美國人的數量
越來越大﹐已經變成了“一個地地道道的傳
染病”﹒川普發誓要制止這種毒品蔓延到
全國﹒
川普說﹐“毒品集團把這種致命的毒品販賣
行業擴散到我們國家各地﹐廉價毒品到處
都是﹐有些毒品的價格甚至比糖果還低﹒
這種現象摧毀了我們的社區﹒”“這確實是
我們國家面臨的最大的問題之一﹐沒有人
真的願意談論這個問題﹒”
參加匯報會的有家裏有人死於用毒過量的
人﹐有正在康復的吸毒人員﹐有康復專家和
新澤西州長克裏斯蒂﹒川普挑選克裏斯蒂
擔任遏制阿片類上癮危機惡化委員會的負

責人﹒
正在康覆中的毒品受害者瓦尼薩·維托羅
在會上說﹐她大學畢業後受了一次傷﹐從此
依賴上了止痛藥﹒她開始使用止痛藥per-
cocet﹐隨後又使用可待因酮﹐最後就是海洛
因﹒使用這些毒品的原因之一就是價格
低﹒
維托羅說﹐她很快“就失去了一切”﹐成為無
家可歸的人﹐甚至還蹲過幾次監獄﹒維托
羅說﹐她的母親開車在大西洋城的街道上
到處找她﹒
最後﹐維托羅找到了一處戒毒所﹐後來又有
了一份工作﹐搬進了一個公寓﹒
她說﹐“我曾經認為﹐染上了毒品就墮落了﹐
但是看看我﹒我今天來到這裏﹒顯然﹐我
已經變得更加堅強﹐更加善良﹒”維托羅
說﹐她現在坐在總統對面﹐“而三年前﹐我還
真是沒有一快立足之地﹒”

美國佛蒙特州一個藥店擺放的阿片類藥物美國佛蒙特州一個藥店擺放的阿片類藥物﹒﹒只占世界人口只占世界人口55%%的美國卻消費了全球的美國卻消費了全球8080%%的止痛藥的止痛藥﹒﹒

BB22美南電視介紹

白宮成立專門機構打擊阿片類毒品擴散活動白宮成立專門機構打擊阿片類毒品擴散活動
美國總統川普美國總統川普,,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美中正式宣布習近平美中正式宣布習近平44月月66至至77日訪美日訪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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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時川習會，竟是特勤局透露消息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即將訪美，幾乎已是

眾所周知，但是華府與北京迄未宣布，意味兩
國仍有若干事項未能達成協議。最新消息顯
示，習訂下（4）月 6 日及 7 日與美國總統川
普會談，地點是川普位在佛羅里達州的馬若拉
歌（Mar-a-Lago，意思是海湖 Sea-lake）俱
樂部。

有趣的是，不經意透露這個日期的竟然
是兩個安全部門；一個是負責總統維安的特
勤局，一個是佛羅里達州的警察局。在這之
前，只有國務院官員含混的說川習「下星期會
面」，還是匿名說的。

習上次訪美是在 2015 年 9 月，當時兩
國早在 2 月間就宣布了此事。再往前，習在
2013 年訪美，兩國是在 3 個星期前宣布的。
因此這次遲遲沒有宣布，確屬特別。

川、習雖在川普的俱樂部晤面，但習的下
榻之處不在這個俱樂部，盡管這個俱樂部有

一百多個房間。習預計住在私人島嶼的五星
級度假村 Eau Palm Beach Resort and Spa in 
Manalapan。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 2 月間訪美，下榻在川
普的俱樂部並與川普打高爾夫球。這個俱樂部
已經有「南部白宮」、「冬季白宮」等稱號。

習為什麼不住在這個俱樂部，綜合美國媒
體看法，大致有幾個原因。一是這個俱樂部
非常豪奢，習可能認為不利自己的形象。二
是「反情報」，避免被竊聽。三是「禮尚往
來」：外國元首訪美，通常由美國安排，住在
白宮對面的布萊爾國賓館；可是美國總統出
訪中國或其他國家，一向不住地主國安排的
旅館。所以中國國家主席訪美，如今也不住
布萊爾國賓館。前次習近平訪華府，下榻於
Marriott 旅館；而與歐巴馬總統在加州陽光莊
園（Sunnylands）會談時，也沒有住在莊園內。

中、美之間有合作之處，也有許多重大歧

回顧「辜汪會談」前後我政府的大陸政策
筆者於一九九二年至一九九八年任職海基

會副秘書長，做為海基會幹部，需先理解政府
政策，才能有效執行兩岸交流及事務性的談
判。本文係對當年時代背景及政府政策，撰簡
要敘述，提供新一代關心兩岸事務者參考。〉

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七八年，是兩岸軍事衝
突及對立時期。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七年，大
陸改採「和平統一」的對台政策，我政府提「三
民主義統一中國」的號召，兩岸情勢對立轉趨
緩和。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二日，經國先生基於
人道考量，開放民眾赴大陸探親，兩岸之間進
入民間交流的新時代。為因應新時代發展，在
李登輝總統主政下，一九九一年頒佈國統綱
領，根據一九九二年五月十日陸委會黃昆輝主
委發表的「國統綱領與兩岸關係」乙文，闡明
了國統綱領的要旨：

一、堅持一個中國，謀求中國的統一
強調「一個中國」的原則，及「大陸與台

灣均是一個中國的領土」，雖然中國只有一
個，但中國已形成海峽兩岸的分裂對峙之局，
因中國在分裂之中，所以有「中國統一」的問
題。但此時海峽對岸，強調台灣是中國領土，
而中共代表中國。我們的看法：台灣雖是中國
的領土，但中共政權並不是中國，兩岸的分裂
對峙之局，不是台灣問題，而是中國問題。

所以我們有「大陸與台灣均是中國領土」
的說法，台灣與大陸是「一個中國的兩個地
區」，台灣與中華民國不能劃一個等號，對中

國的統一有當仁不讓的歷史使命。
二、堅持和平統一，反對使用武力
對中國的統一，國統綱領強調「理性、和

平、對等、互惠」的原則及統一的方式是和平
的，我們的大陸政策是從「反攻大陸」演進到
「以民主、自由、均富統一中國」，而動員戡
亂時期的終止，不再視中共為叛亂團體而戡平
之，和平統一乃為國家統一的唯一方式。

三、以尊重台灣地區人民的權益為統一的
前提

我們謀求中國的和平統一，絕不放棄我們
的民主政治，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絕不許損
害台灣的安全，自由和繁榮。絕不可使台灣地
區統一於共產政權之下。所以綱領中聲明，中
國統一的時機方式，「首先尊重台灣地區人民
權益並維護其安全與福祉」。

四、和平統一有進程，分階段而無時間表
統一綱領分近程、中程、遠程三個階段，

逐步達成統一。這是開放而穩健的步子，每前
進一步，得看到對方的反應，沒有適當的反
應，就該暫緩，以便理性耐心地處理。

陸委會是稟承總統的大政方針，訂定大陸
政策及執行的單位，黃昆輝主委闡明的大陸政
策，是有一定的代表性，在了解當時政府的政
策及情景之後，就不難理解，政府為因應中共
「一個中國原則」的攻勢，在一九九二年八月
一日，國統會通過「一個中國解釋文」，以此
為根據，海基會與大陸海協會在一九九二年十

月底在香港就「一個中原則問題」進行談判。
對「一個中國原則」大陸提出五個方案，海基
會提出八個方案。其中我方第八個方案，應可
為大陸接受，惜海協會代表未能簽署，即返北
京。我方代表在香港停留數日，但海協會未再
派代表回香港。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三日，海基會去函海協
會，我方建議「以口頭聲明的方式各自表達一
個中國的原則」，海協會孫亞夫副秘書長在同
日上午來電話告知當時海基會陳榮傑秘書長：
「我會充分尊重並接受貴會提議」。同年十一
月十六日，海協會來函正式接受我方的建議，
「以口頭聲明方式，表達一個中國的原則」，
但海基會，海協會的交往及會談，不涉及「一
個中國原則的政治內涵」。

同年十二月三日，海基會正式覆函海協
會，我方所謂的「一個中國原則」，是根據「國
統綱領」及國統會通過的「一個中國解釋文」，
這就是二 OOO 年以後所稱的「九二共識」。

當兩岸進入二十一世紀，台灣方面政權輪
替，對大陸的政策，朝野有不同主張，但是
一九九二年的歷史事實 -「二共識」是事實存
在的，也成為兩岸互信及和平發展的基礎。現
在的兩岸政府及民眾應多尊重並理解一九九
O 年代初期，兩岸政府的各自的台灣或大陸
政策，而非以現在的思維或意識型態去評斷過
去，進而忽略當時的情景。

文：李慶平

見，但目前兩國有共通的當務之急，就是北韓
議題。在川習峰會前一星期，美國政府表示要
進一步在經濟上制裁北韓，這固然可能進一步
約束北韓，但也可能傷及北韓的經貿夥伴，中
國首當其衝。美國需要與中國達成共識，制裁
才有效用，所以北韓議題無疑是峰會的重點。

南海、薩德、經貿（包括美國的逆差、美
國要求在中國的美國企業享有國民待遇等）也
都是美中關係面臨的挑戰。在此同時，台灣駐
美官員投書美媒體，促請美國珍惜台灣的成
就；尤其美中討論北韓議題時，勿拿台灣做籌
碼云云。台灣的擔心其來有自，因為川普從
「挑戰一個中國」轉為「接受一個中國」，令
台灣如同洗三溫暖。川習峰會將如何討論台海
議題，台灣非常關注。其實美國各方面支持台
灣之力道十分強勁，台灣不會那麼容易就被犧
牲掉。

本報華府特約評論員 劉屏 專欄

美南時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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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樂童年主持人娟子快樂童年主持人娟子((左四左四))訪問教學節目主持群訪問教學節目主持群。。((娟子提供娟子提供))

眾人節目上合影眾人節目上合影。。((娟子提供娟子提供))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美南國際電視網15.3
台，娟子策劃擔綱主持的兒童節目，將在 4月1日晚間8
時播出，本集主題將邀請Skoolbo的四位大朋友與工作人
員上節目，聊聊他們製作學齡前兒童中英雙語唱跳節目
的幕前幕後趣事，精彩內容，請準時收看。

學習語言對很多人來說或許不是件容易的事，但現
在透過歡樂的唱跳雙語教學節目，學語言再也不是難事
。

由Skoolbo公司推出的學齡前兒童中英雙語電視教學
節目，主要透過音樂節奏教學，讓小朋友打開電視機，
照著舞蹈老師的動作和歌唱節拍，輕而易舉學會中英文

，這些音樂歌唱內容不外乎是中英文數字、小動物名稱
、動作指令等日常生活化的單詞，學齡前兒童自然而然
無負擔學會重要知識。

為讓小朋友了解更多資訊，娟子特地邀請在該節目
擔任主持的大哥哥、大姐姐們，來談談他們製作節目的
台前幕後趣事，這些大朋友們也是兒童節目的專業演員
，每個人都受過職業表演訓練，中英文俱佳，讓他們能
勝任目前的工作。

還想知道更多台前幕後精彩趣事和節目上有趣互動
嗎？準時收看美南電視STV15.3快樂童年，周六晚間8時
播出，敬請關注。

快樂童年Skoolbo唱跳雙語教學教學 周六晚間周六晚間88時播出時播出

1. 米勒戶外中心音樂劇 (The
Musical at Miller Outdoor The-
atre)

這周末連續三天將在米勒
戶外中心盛大上演著名音樂劇
《Footloose》！這部音樂劇最

早改編自1984年的同名電影，
主要講述了剛從大城市搬入小
城鎮的Ren McCormack決定用
舞蹈為自己說話的故事。此劇
曾在百老匯上演，獲得巨大成
功，並曾四次獲得托尼獎提名

。劇中音樂舞蹈靈動跳躍，感
染力極強，準備好從手指到腳
趾都一起隨音樂律動起來吧！
時間：3 月 30 日，周四，晚 8
點；
3月31日，周五，晚8點；
4月1日，周六，晚8點；
4月6日，周四，晚8點；
4月7日，周五，晚8點；
4月8日，周六，晚8點。
地址：6000 Hermann Park Dr，
Houston, TX 77030
票價：免費

2. 德 國 文 化 遺 產 節 (Tomball
German Heritage Festival)

休斯頓附近的 Tomball 古
城將於本周末連續三天舉辦德
國文化遺產節，在這裡你將可
以品嘗到正宗的大杯慕尼黑啤
酒，地道德式美食，逛藝術展
攤以及觀看四個舞台帶來的精
彩歌舞表演。對德國文化感興
趣的朋友不要錯過啦~
時間：3月31日，周五，下午6
點至晚上10點；
4 月 1 日，周六，早上十 10 點
至晚上9點；
4 月 2 日，周天，早上 10 點至
下午5點
地址：201 S. Elm，Tomball ,
TX 77375

票價：免費

3. 自行車騎行
活 動 (Critical
Mass Friday)

每 個 月 的
最後一個周五
， Critical Mass
Houston都將舉
辦自行車騎行
活動。騎行從
市中心的國家
歷史地(Market
Square Park) 出
發，每個月的
具體線路都不盡相同。主辦方
希望通過這樣的方式來呼籲大
眾對環保的重視。建議大家下
午6:30集合，活動免費參加。
時間：3 月 31 日，周五，晚 7
點
地 址 ： Market Square Park，
301 Milam St， Houston, TX
77002
票價：免費

4. 長跑活動(Muddy Trails Bash)
這周末我們就將步入 4 月

，新的一月就用一場健康的長
跑 來 開 啟 吧 ！ 這 周 在 Rob
Fleming Park舉辦的長跑活動將
有數個項目，有針小朋友的一

英里趣味跑、適合10歲及以上
的5K和10K長跑以及帶著愛狗
一起參加的2K趣味跑。跑後派
對有現場樂隊表演及新鮮出鍋
的麻辣小龍蝦供應。
時間：4月1日，周六，下午3
點
地址：6055 Creekside Forest Dr,
The Woodlands, TX 77389
票價：$30起

5. 第 29 屆麥當勞兒童節 (Mc-
Donald’s Houston Children’s
Festival)

休斯頓年度麥當勞兒童節
是全美規模最大的兒童節。此
活動已連續舉辦過28年，深受

好評。今年的活動也將同樣精
彩，屆時將有音樂、美食、歌
舞、馬戲表演以及適合全家參
加的有趣活動。除此之外，還
有推動兒童健康發展的項目、
兒童夢幻體驗區，深受兒童喜
愛的卡通人物也都將一一登場
。拿著2017年的麥當勞用餐收
據，門票可減兩塊。
時間：4月1日，周六，上午10
點半至下午6點半
4 月 2 日，周天，上午 10 點半
至下午六點半
地址：901 Bagby St, Houston,
Texas 77002
票價：$12/每人；3 歲及以下
免費；$10/網上購買

周末活動豐富多彩 外出備雨具
（記者高思／休士頓報導）新的一周如期而至，伴著春的腳步，我們將於這周末迎來美好四月。這周的活動

有米勒戶外中心音樂劇、德國文化遺產節、自行車騎行活動、長跑活動、第29屆休斯頓麥當勞兒童節。周末也
許會有降雨，小夥伴們出門記得備好雨具哦。周末愉快！

自行車騎行活動自行車騎行活動((取自網路取自網路))

德國遺產文化節德國遺產文化節。。((取自網路取自網路))

慈濟德州分會於慈濟德州分會於33月月2525日上午日上午1010時舉辦時舉辦 「「高血壓的預防及治療高血壓的預防及治療」」 健康講座健康講座，，內科內科、、腎臟與腎臟與
高血壓專家謝春醫師應邀來幫助僑界人士認識有著高血壓專家謝春醫師應邀來幫助僑界人士認識有著 「「沉默殺手沉默殺手」」 之稱的高血壓之稱的高血壓,,慈濟德州分慈濟德州分
會執行長黃濟恩會執行長黃濟恩((右一右一),),活動負責人活動負責人AMYAMY何師姊何師姊((左二左二),),孫秀蕊孫秀蕊((右三右三))等師姊贈送感謝紀念品給等師姊贈送感謝紀念品給
謝春醫師謝春醫師((右二右二))後合影後合影。。((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本報記者黃麗珊)慈濟德州
分會於3月25日上午10時至中
午 12 時 在 6200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的該會活動
中心舉辦 「高血壓的預防及治
療」健康講座，邀請內科、腎
臟與高血壓專家謝春醫師應邀
主講幫助僑界人士認識有著
「沉默殺手」之稱的高血壓。

謝春醫師是腎臟與高血壓
專家，擁有美國內科與腎臟專
科文憑。1989 年畢業於孫逸仙
醫學院，在路易斯安那州立大
學醫院實習及完成內科住院醫
師培訓，並在德州大學西南醫
學院完成腎臟專科訓練。他目
前担任於赫曼西南紀念醫院等
多家西南區醫院主治醫師，擁
有二十多年臨床經驗。謝春醫
師精通英語、國語、和廣東話
。謝醫師經常參與社區健康活

動，他的熱心與醫術大家都不
陌生。

許多僑界人士對於 「高血
壓」這個名稱並不陌生，於健
康檢查中，血壓測量也是少不
了的項目之一。因此血壓的重
要性和僑界人士健康、生活品
質息息相關。謝春醫師先介紹
血壓及高血壓的定義，以及高
血壓對人體的危害、如何藥物
治療，並幫助僑界人士了解應
如何去控制、處理。

謝春醫師談到，降低血壓
的健康生活方式有：減輕體重
減少腹圍、健康飲食、減少鈉
鹽攝取、有規律的體力活動、
戒菸、減少酒精攝入、減少咖
啡因攝入、紓減壓力、常量測
血壓定期就診和家庭朋友的支
持等，都對降低血壓有所幫助
。

他幫助僑界人士明白 「高
血壓的誤區」；如高血壓沒有
不適徵狀，所以可以不需要治
療；憑感覺服藥，頭暈吃藥、
頭不暈就停藥的不規律服藥；
一測量發現血壓正常，就停藥
；以保健食品、理療儀器來取
代降壓藥。

或是認為 「是藥三分毒」
因此不願長期服用降壓藥；頻
繁的更換降壓藥種類；輕信偽
科學的宣傳；相信有根治高血
壓的 「靈丹妙藥」；好心將高
血壓藥物借給別人等，都是對
高血壓的不正確觀念。

謝春醫師分享了理想的降
壓藥特性，確切的降壓療效、
明確的保護心血管作用、長效
製劑、平穩降壓、安全性良好
、少不良反應及價格合理等。

慈濟德州分會健康講座 「高血壓的預防及治療」
內科、腎臟與高血壓專家謝春醫師主講嘉惠僑界人士謝春醫師主講嘉惠僑界人士

【本報訊/ 記者鄧潤京】隨著中
國經濟的高速發展，隨著中國“一路
一帶”偉大戰略的具體實施，國家對
於高水平、國際型人才的需求越來越
殷切。這一需求，也為休斯敦本地的
人才，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機遇。

此次來休斯敦招聘人才的是中國
科學院深圳先進技術研究院（以下簡
稱先進院）。 2006 年該院由中國科
學院、深圳市政府、香港中文大學在
深圳共同組建。定位於創建國際一流

的工業研究院。
經過十年的建設，先進院先後獲

得中組部千人計劃基地，萬人計劃基
地。先進院人員規模達2243人，其中
員工 1283 人，學生 960 人；擁有 501
名海歸精英，院士2人，國家“萬人
計劃”科技創新領軍人才2人，“千
人計劃”32 人， “百人計劃”38 人
。先進院已經逐漸成為華南人才高地
。

經過十年的發展，先進院採取了
集教育、科研、產業、資本四位
一體的發展模式。逐漸形成了擁
有一支有研究生、博士後、訪問
學者組成的高水平流動人員隊伍
。其先進、高效的管理體制和合
理完善的科研成果轉移轉化機制
，所產生的研究成果得到國際同
領域頂級研發組織以及專家的廣
泛認同。其轉化的科技成果被企
業廣泛接受與應用。其培養的專
門人才得到社會廣泛認同與歡迎
。先進院成為人才一流、科研一

流、管理一流
的國家研究機
構。
此次先進院赴
美加招聘代表

圖將先後抵達加州大學、休斯敦國際
貿易中心（ITC）、科羅拉多大學、
明尼蘇達大學、普渡大學、哈佛大學
和哥倫比亞大學等地召開現場招聘。

先進院為國際型的高級人才提供
了優渥的條件。入選者將得到100萬
年薪，300萬住房補貼，以及子女入
學和每年高端人才體檢的待遇。另外
，先進院為入選者組建 10 人到 20 人
不等的科研團隊。

招聘的主要學術領域包括生物、
醫藥、計算機、化工等。歡迎優秀碩
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博士後，學
術項目帶頭人與會。

招聘會在休斯敦國際貿易中心
（11110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的召開時間是4月7日，星期
五 的 6:00 到 8:00。 報 名 電 話 ：
832-808-3826

有關先進院的具體情況，可參閱
其官網：
http://www.siat.cas.cn/xwzx/mtbd/

場地有限，報名從速。

求賢若渴---在ITC舉辦人才招聘會
(本報記者黃麗珊) 光鹽社營養健

康系列課程於3月25日上午10時至上
午11時在王朝超市二樓光鹽社教室舉
辦，由營養師龐家慧幫助僑界人士了
解食物攝取份量在過去幾十年的變化
，以及如何衡量食物攝取份量的比例
。

營養師龐家慧提到，過去20年間
，在飲食習慣改變下，許多餐館所提
供的餐點分量比過去增加許多，甚至
部分餐館更打著 「超大份量」的餐點
來招攬客人。不僅餐點分量增加，研
究發現餐盤的大小也隨之改變，從
1960年餐盤標準直徑是9吋、到1980

年成長成 10 吋，到如今已經達到 12
吋的大小。

龐家慧舉了幾項尺寸 「膨脹」的
食品作為例子，如貝果（Bagels）從
20 年前的直徑 3 吋成長為今日的 6 吋
；炸薯條從2.4盎司變成6.9盎司；義
大利麵從一杯變成兩杯份量，且肉和
醬料也跟著增加。咖啡從8盎司變成
16盎司;爆米花從5杯變成11杯；炒雞
丁從 2 杯變成 4 杯半；這些份量增加
所帶來的熱量累積相當驚人，僑界人
士一不注意就全都吃進肚子內。

營養師龐家慧提醒僑界人士要注
意食物攝取的份量，在食用前應先觀

察食物的大小，並考慮把一
些食物先留一些到下一餐。
營養師龐家慧也以小口進食
、在咀嚼之間放下叉子來幫
你放慢進食速度、細細品嚐
食物、食用至七、八分飽即
可，以及避免盯著電視、電
腦或電話吃飯等方式來避免
暴飲暴食。

光鹽社營養健康系列課程
3月25日由營養師龐家慧主講[份量控制]

光鹽社營養健康系列光鹽社營養健康系列
課程於課程於33月月2525日上午日上午
1010 時時,,由營養師龐家由營養師龐家
慧幫助僑界人士了解慧幫助僑界人士了解
食物攝取份量在過去食物攝取份量在過去
幾十年的變化幾十年的變化，，以及以及
如何衡量食物攝取份如何衡量食物攝取份
量的比例量的比例。。((記者黃記者黃
麗珊攝麗珊攝))

先進院博士生麼依民獲選出席德國諾先進院博士生麼依民獲選出席德國諾
貝爾化學獎獲得者大會貝爾化學獎獲得者大會。。圖為麼依民圖為麼依民
在實驗中在實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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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即將到來，為了孩子們度過一個愉快
充實的假期，家長們一定早早 就開始為孩子
籌畫各式各樣的暑期安排了。請來智勝學院
吧，優秀的師資力量， 良好的學習環境，相
信一定會讓學生們學得開心，開學後校園生活
會是充滿信 心，表現優異。

很多家長都向我們表示孩子在智勝的學習
生活很充實愉快，收獲也很大。比起一天待在
家裏睡覺打遊戲，來這裏不僅學到了知識，更
養成了良好的學習習慣，對以後的學習生活起
到了很大幫助。

智勝學院的暑期課程安排針對 2-12 年級
的同學，課程非常豐富，無論是哪個年級的學
生，都一定能找到最適合自己的課程。對於
3-6 年級的小孩，我們準備了內容豐富有趣的
全天 camp。既有數學英文，全面提高孩子文 
化課成績，也有各項課外活動為孩子們開拓眼
界，陶冶情操。對於高年級的同學，暑期智勝

智勝暑期說明會將於 4/1 舉行
學院有多位資深著名教師幫助學生提高閱讀，
寫作，數學和科學各科的綜 合能力。

除去這些學校的經典科目，暑期學院增設
了美術，象棋，西語，中文，時事政治，科學，
工程等課程，讓 孩子開發想像力，培養創造
力。幫助小孩子找到自己的興趣愛好，把自由
時間放到有益身心健康，促進交流的活動 中
去。這也是智勝學院暑期的一大亮點。畢竟美
式教育並不只看重學習成績，更看重品德的健
全和個人發展的自由，一味死板的學習是很難
融入美國的課堂的。

此外，為了減輕家長負擔，我們特意在暑
假為全天上課的孩子開設了班車接送和午飯服
務，全面保障孩子有個充實美妙的暑期時光，
讓家長更放心的把孩子交給智勝。

今年的暑假班依舊分為兩期，每四星期
為一期，每星期周一到周五。第一期課程於 6
月 5 日開始到 6 月 30 日結束，第二期於 7 月

圖（右一）為智勝學院負責人徐華博士與該校教師合影。

5 日開始到 8 月 1 日結束。同時暑期說明會
（Open House）將於 4 月 1 日早上 11 時在
智勝學院上課地 點舉行並接受現場報名。
屆時本學期任教的老師將悉數到會，依次向
學生和家長介紹教學理念、教學大綱、新學
期課程內容。介紹結束後，家長及學生也能
與各個老師單獨交流並有機會參觀學校教學
環境，了解學校教育硬件設備，從而對智勝
學院，學期課程和老師有 更深入的認識。

詳細內容和老師介紹請至我們的網站查
詢。如果有任何課程方面的問題也可電話或
郵件咨詢。暑期班學生名額有限，希望廣大
學生家長盡早報名。另外智勝現已開通網上
註冊平臺，方便各位學生家長報名。

智勝學院上課地點 : KIPP College Prep, 8440 
Westpark Drive, Houston, TX 77063 
辦 公 室 地 址 : 6203 Corporate Drive, Houston, 

TX 77036
垂詢電話 : 713-777-1688 
網站 : www.AdvanceAcademyHouston.com
微信公眾號 “AAHouston”，歡迎大家關註。

休斯敦衛理工會醫院 4月8日辦病人講座系列
由腫瘤專家主講：免疫治療和肺癌治療的方法

（ 本 報 記
者 秦 鴻 鈞 ） 休
斯 敦 衛 理 公 會
醫院（Methodist 
) 全 球 醫 療 健
康 機 構 將 於 4 
月 8 日（ 星 期
六 ） 下 午 一 時
半 至 三 時 半 在
休 斯 敦 衛 理 公
會醫院 Fondren 
Tower , 一樓，
100 房舉行病人
講座：「 免疫
治 療 和 肺 癌 治
療 的 方 法 」，

由腫瘤專家 Dr. Eric Bernicker 主講。
Dr. Eric Bernicker 是持有美國腫瘤醫生執

照的腫瘤專科醫生。他於 1990 年畢業於貝勒
醫學院，並在貝勒醫學中心完成了內科住院醫
和血液專科培訓。之後，他在 MD Anderson
腫 瘤 中 心 完 成 了 腫 瘤 醫 學 專 科 培 訓。Dr. 
Bernicker 的行醫理念是讓他的病人在獲得最好
治療的同時也備受仁愛關懷。

Dr. Bernicker 擅長治療實體腫瘤，特別是
胸腔內的腫瘤，例如肺癌和間皮瘤。他還擅長
對於具有特異基因變異的腫瘤病人應用靶向治
療，從而為病人提供更多戰勝癌癥的個性化治
療。Dr. Bernicker 負責了許多公司、工業界贊

助的臨床試驗。這些臨床試驗主要研究肺癌的
最新治療方法，包括免疫療法。Dr. Bernicker
的研究重點是研究不同的癌癥治療方法，例如
如何通過靶向療法和免疫療法來治療肺癌。通
過了解如何判斷有手術後復發風險或是能夠避
免化療毒性的患者，刺激其免疫系統優先殺死
腫瘤細胞，而不損傷正常組織。因為治療毒性
的降低從而改善患者的生存。最終目標是為了
能給在休斯敦衛理公會醫院就醫的任何階段的
非小細胞肺癌或小細胞肺癌的患者提供新的治
療方法和臨床試驗。

Dr. Bernicker 是威爾康奈爾醫學院的助理
教授，休斯敦衛理公會醫院癌癥中心醫療質量
改善委員會主席，美國腫瘤醫學會質量管理委
員會聯絡員。他是美國腫瘤醫學會、美國癌癥
研究協會和國際肺癌研究協會的成員。

演講地點地址：6565 Fannin St. Houston , 
TX77030, 建議停車在德州醫療中心 1 號停車
樓（ TMC Parking Garage 1 : 6519 Fannin St. , 
Houston ,TX. 77030  ) 然後從停車場三樓走進
醫院大樓。詳細情況見地圖。如有問題，請聯
繫 E-Mail : yli2@houstonmethodist.org, 聯系電
話 ：713-441-6745 。並請在 3 月 31 日前發
E-Mail 或電話預定座位。屆時國際中心會提
供翻譯及茶點。

休斯敦衛理公會醫院（Houston Methodist 
Hospital）成立於 1919 年，是全美最大的私立、
非營利性、教學醫療中心之一。90 多年來，
該院以病人為中心的優質醫療服務已揚名海內

Eric H. Bernicker, MD腫瘤專家
休斯敦衛理公會醫院腫瘤中心

威爾康奈爾醫學院

Eric H. Bernicker, MD
肿瘤专家

休斯敦卫理公会医院肿瘤中心
威尔康奈尔医学院

Dr. Eric Bernicker是持有美国肿瘤医生执照的肿瘤专科医生。他于1990年毕业于
贝勒医学院，并在贝勒医学中心完成了内科住院医和血液专科培训。之后，他
在MD Anderson肿瘤中心完成了肿瘤医学专科培训。Dr. Bernicker的行医理念是
让他的病人在获得最好治疗的同时也备受仁爱关怀。

Dr. Bernicker擅长治疗实体肿瘤，特别是胸腔内的肿瘤，例如肺癌和间皮瘤。他
还擅长对于具有特异基因变异的肿瘤病人应用靶向治疗，从而为病人提供更多
战胜癌症的个性化治疗。Dr. Bernicker负责了许多公司、工业界赞助的临床试验。
这些临床试验主要研究肺癌的最新治疗方法，包括免疫疗法。Dr. Bernicker的研
究重点是研究不同的癌症治疗方法，例如如何通过靶向疗法和免疫疗法来治疗
肺癌。通过了解如何判断有手术后复发风险或是能够避免化疗毒性的患者，刺
激其免疫系统优先杀死肿瘤细胞，而不损伤正常组织。因为治疗毒性的降低从
而改善患者的生存。最终目标是为了能给在休斯敦卫理公会医院就医的任何阶
段的非小细胞肺癌或小细胞肺癌的患者提供新的治疗方法和临床试验。

Dr. Bernicker是威尔康奈尔医学院的助理教授，休斯敦卫理公会医院癌症中心医
疗质量改善委员会主席，美国肿瘤医学会质量管理委员会联络员。他是美国肿
瘤医学会、美国癌症研究协会和国际肺癌研究协会的成员。

HOUSTON METHODIST
GLOBAL HEALTH CARE SERVICES

外。在 2016 年度的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告的醫
院年度排行榜上，休斯敦衛理公會醫院躋身全
美前 20 最佳醫院榮譽榜，有 10 個專科名列前
茅並被評為全美“最佳醫院”，並再一次被評

為德州第一和休斯敦第一的綜合性醫院。每年
診治了來自世界各地 80 多個國家的國際病人
達 1 萬 2 千余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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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學校(Citizen Schools)為一

全美性的非營利組織，致力於與社

區、企業、機構、組織及個人等合

作，為弱勢家庭學生開設課後輔導

課程，旨在提供這些孩童課餘時間

進修機會，縮短學習差距同時增加

其學習力與信心，進而展望未來。

該 組 織 德 州 辦 公 室 (Citizen

Schools Texas)執行主任梅格烈(Greg

Meyers)先生為協助休士頓地區弱勢

家庭學童，與向有良好教育夥伴關

係的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教育組合作，徵募來自台灣的陸燕

琪及劉庭芳兩位義工老師加入其行

列。在教育組的協助下，德州公民

學校去(2016)年首度開設除了數學

、科學等課程以外的華語輔導班

「WOW TAIWAN Mandarin Program

」，提供學生學習外語機會。

教育組除幫助該課程延攬義工

加入其教師陣容外，亦獲得多位休

士頓地區善心企業家：E&M Foun-

dation王敦正董事長、休士頓台商

會會長梁慶輝先生、陳君鎮慈善基

金會陳美雲女士、德州地產公司董

事長李雄先生、Fongs Family 2014

Foundation Inc.創辦人方台生與 Su-

san Fong等人響應，慷慨解囊贊助

該計畫所需經費，共同為推廣傳統

華語教育盡一份心力，同時為弱勢

家庭學生提供認識不同國家的機會

。

去年 9月底開課的WOW TAI-

WAN Mandarin Program，在兩位華

語義工老師的用心教導下，僅上了

十週華語課程的學生已能用簡單的

中文自我介紹及基本問候。上課期

間學生分享他們的華語學習心得，

同時非常感謝那些幫助他們的善心

人士，讓他們有機會認識另一個語

言與文化，同時對台灣有更深入的

了解。

廣受德州公民學校學生喜愛的

WOW TAIWAN Mandarin Program於

今(2017)年1月再度開課。德州公民

學校特邀請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

辦事處處長黃敏境、教育組組長周

慧宜以及該計畫所有的贊助者，於

3月 28日前往課程開設地點 Sugar

Grove Academy參訪學生上課情形，

華語班的學生利用此機會致贈感謝

卡給這些幫助他們的人，同時用中

文自我介紹並朗誦李白的《靜夜思

》，展示他們的學習成果。

梅格烈先生除感謝計畫贊助者

及駐休士頓辦事處的協助與支持，

也表示德州公民學校為孩童提供更

多的教育機會，讓他們對未來有更

光明的期待。而休士頓的台灣社區

在教育組的居間協助下，為休士頓

學區的經濟弱勢家庭孩童創造了更

多的教育機會，他相信那樣的合作

夥伴關係將為這個社會帶來諸多正

面的影響，進而帶動更多的成功教

育典範。

黃敏境處長表示，教育是所有

成功的基礎，這些默默行善的台灣

企業家與義工華語教師的付出，提

供給我們的孩童更多教育機會，他

也給予高度肯定。他說這些移居海

外的台灣善心企業家為休士頓貢獻

了許多心力，對於提升我們孩童的

教育，更是不遺餘力。由台灣人組

成的休士頓愛心組織C.A.R.E.每年

捐贈書包及文具給弱勢家庭孩童，

截至目前為止已捐出超過10萬多個

書包，幫助了許多的學童。德州公

民學校的 WOW TAIWAN Mandarin

Program以及C.A.R.E.書包捐贈活動

，都是休士頓學校與台灣社區攜手

合作提供更多教育機會給我們的孩

童的優良實例。

黃處長很讚賞華語班學生能在

短時間內有非常豐碩的學習成果，

他認為語言是通往更廣闊世界的最

佳工具，是突破文化隔核的利器，

因此他希望這些學生學習華語之餘

，能夠進一步了解台灣特色與文化

，而一年一度的台灣夜市(Taiwan

Yes Houston)活動將於4月15日於休

士頓台灣人活動中心 (5885 Point

West Dr, Houston, TX 77036)舉辦，

他也鼓勵學生利用這個好機會，認

識台灣的飲食文化。

德州公民學校WOW TAIWAN計畫學童用中文感謝台灣計畫學童用中文感謝台灣

為服務居住在達福地區鄉親，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訂於2017年4月15日（星期六）下午2時至4時

在達拉斯華人活動中心（Dallas Chinese Community Center；地址：400 N Greenville Ave #12, Richardson, TX 75081）

辦理行動領務服務。達福地區鄉親倘需申請換（補）發護照、赴臺灣簽證或辦理文件證明業務等，敬請事先填

妥申請書及相關表格，並備妥相關證件及填妥地址之回郵信封後到現場遞件。本處將攜回申請案件，並於辦理

完畢後依據所附之回郵信封郵寄申請人。

申請相關規定及所需文件與表格，敬請自本處網站 （http://roc-taiwan.org/ushou）領務組項下查詢與下載，或

電話詢問（1-713-626-7445）。另關於服務地點查詢，請洽達拉斯華人活動中心（電話：972-480-0311）。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將於2017年4月15日在德州達拉斯地區辦理行動領務服務

德州公民學校德州公民學校WOW TAIWANWOW TAIWAN華語班學生與貴賓合影華語班學生與貴賓合影。。駐休士頓處事處處長黃駐休士頓處事處處長黃
敏境敏境((第三排右三第三排右三))；；駐休士頓處事處教育組組長周慧宜駐休士頓處事處教育組組長周慧宜((第二排右一第二排右一))；；計畫贊助計畫贊助
者王敦正先生者王敦正先生((第三排左一第三排左一))、、李雄先生李雄先生((第二排右二第二排右二))、、Susan FongSusan Fong女士女士((第二排左第二排左
二二))、、梁慶輝先生梁慶輝先生((第四排左一第四排左一))與陳美雲女士與陳美雲女士((第二排右三第二排右三))；；休士頓社區大學媒體休士頓社區大學媒體
製作人製作人Laurence Payne (Laurence Payne (第四排右二第四排右二))；；德州公民學校執行主任德州公民學校執行主任Greg Meyers (Greg Meyers (第三第三
排右一排右一))；；義工華語老師陸燕琪義工華語老師陸燕琪((左二左二))

美南電視政論節目主持人馬健美南電視政論節目主持人馬健（（ 後排左後排左66 ）） 與李涵與李涵（（ 前排坐者右四前排坐者右四））之子之子
Maynor Ralph Ma滿百日宴，於周日中午在珍寶樓舉行，近三十位近親好友前往
祝賀，包括專程從台灣趕來的馬健之弟馬捷（ 後排左三）， 「 台北經文處」 黃
敏境處長（後排左七） 暨夫人邱瓊慧（ 前排坐者右三）， 「 金城銀行」 CEO
黃國樑夫婦（ 後排左八及前排坐者右二）， 「 中華總商會」 會長孫鐵漢（ 後排
左九），以及馬健的母親陳瑩（ 前排坐者右五） 及親朋好友合影於筵席後。

馬健馬健，，李涵之子百日宴李涵之子百日宴

圖文圖文：：秦鴻鈞秦鴻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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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国际领袖学校

中西英三语课程

服务他人项目

暑期游学 
优秀的运动项目

大学课程

德州与美国历史旅行

课外活动
旗帜橄榄球 · 越野 · 田径 · 棒球 · 排球 · 足球

 
美术
乐队 · 管弦乐团 · 艺术 · 戏剧 · 合唱团 · 俱乐部 · 团体

德克萨斯州国际领袖学校旨在于培养学生在国际社会中卓越的领导才能。
我们强调学生在熟练掌握英语，西班牙语和中文的前提下
加强奉献式的领导精神及身体，头脑和品德的锻炼。

我们的宗旨

“OTHERS BEFORE SELF - OTROS ANTES DE UNO MISMO - 先人后己”   

今天就注册!WWW.ILTEXAS.ORG844-458-3927

休城工商

實踐大學餐飲管理系來美訪問團

作者：Shuyi Wang, head of Asian segment strategy, Wells Fargo
間，但卻是社交媒體以及由數千名投資者組成
的線上集資網路才讓它在創業者和新創公司間
流行起來。從捐贈型、回報型和股權型，有多
種類型的群眾集資方案可以選擇。您選擇的方
法可能取決於您的企業所提供的產品或服務類
型、現金流和收入預測。

當您探索各種融資方案時，熟悉信貸流程
也非常重要，這樣您就會瞭解從準備申請到申
請和管理信貸的每個步驟所需執行的事項。富
國銀行的全新商業信貸中心旨在幫助企業主瞭
解關於信貸流程和融資方案的資訊，以及解決
他們對信貸理解上的差距。

無論您透過何種方式為企業籌資，請記住
知識就是力量。花些時間讓自己準備妥當，以
便您能夠在企業經營的各個階段順利地完成信
貸融資。.

Shuyi Wang 是富國銀行 San Francisco 的 
head of Asian segment strategy

女性創業：尋求資金來創辦、經營與發展您的企業
「女性歷史月」是認可女性所擁有的企業

在全國經濟中佔有重要角色的大好機會。從科
技、時尚、醫療保健到製造業，女性所擁有的  
990 萬家公司幾乎涵蓋所有產業，代表著美國
三分之一的小型企業。而且預期這個數字還會
增長。根據最新的美國人口普查資料顯示，女
性所擁有的公司在 2007-2012 年間增加超過了 
26%，在 2012 年的收入為 1.4 兆美元。

儘管她們獲得了成功，女性企業家在取得
企業所需資金時，也面臨著與所有小型企業主
相同的挑戰。對於事業剛剛起步，且商業信用
記錄有限的新企業主來說更是如此。不過，如
今有比以前更多小型企業融資方案可以選擇，
因此瞭解這些方案是很有幫助的。

在創辦、經營與發展一家小型企業時，您
有五種融資類型需要研究。

SBA 貸款和資源 — 無論您是打算創辦新
企業還是發展現有業務，美國小型企業管理局 
(SBA) 都提供各種貸款產品，能夠滿足所有規
模企業的融資需求，包括更小型的較新企業。

富國銀行透過 SBA 貸款，為可能無法獲得傳
統貸款或符合其業務需求的貸款條件之企業提
供融資。.   

SBA 也有專為女性企業家提供的各種計劃
和資源。SBA 女性商業中心是一個很好的創
業開端，該中心包括遍佈全美近 100 個教育中
心。這些中心致力於提供包括籌資等有關各種
企業主主題的研討會和講習班，以幫助女性創
業和發展業務。

商業信貸 — 隨著企業的發展和財務需求
的改變，大多數小型企業主在某一時刻都將有
信貸需求。如果運用得當，信貸可以為企業發
展創造機會，從幫助承擔基本開支到支援資本
支出。依據您的企業融資需求和業務所處階
段，您有多種信貸類型可以考慮。請與商業銀
行專員洽商，以瞭解哪種方案適合您的企業。

自籌資金 — 許多企業家透過利用個人儲
蓄、出售資產折現或承擔個人債務等方式來為
企業自籌資金。雖然自籌資金會增加您的個人
債務，但這種融資方法也有幾個好處，包括可

以完全控制企業的財務決策。正如我們的銀行
專員會這麼告訴您，自籌資金是一個聰明的方
法，顯示您真的下定決心要成功 — 您對自己
的企業投資越多，以後就越容易從其他來源取
得資金。

投資者 — 另一種常見的企業籌資方法就
是透過投資者。投資者往往是有辦法預先投入
資金來支付企業創辦成本的家庭成員或好友。
雖然這種方法最初看起來似乎是好主意，但簽
訂正式合約非常重要，這樣能夠保護您與家人
或好友的關係免於因創業失敗而受損。如果您
想要避開個人關係，那麼天使投資者可能會比
較合適。天使投資者通常是願意為新的企業和
構想投資的富有人士或投資團體。為了增加您
獲得投資者青睞的機會，您將需要出示良好的
信用記錄，並提供含有投資者回報策略的完整
書面商業計劃群眾集資 — 群眾集資是一種主
要透過線上方式完成的融資方法，是透過向許
多人籌集少量資金來為某項專案或企業籌集資
金的做法。雖然群眾集資已經存在很長一段時

實踐大學餐飲管理系系主任高秋英教授率九人團於四月初訪問休士頓，休士頓實踐大學
校友會會長楊文珍表示將於四月二日在中國餐廳設歡迎午宴，每人費用三十元，歡迎校友踊
躍參加；四月三日拜會經文處；四月六日參訪糖城 Methodist 醫院；四月八日至糖城星座棒
球場 ( 1 Stadium Dr. Sugar Land,  TX  77498 ) 參與葡萄酒與美食節 (Wine & Food Affair at 
Constellation Field) 展示茶道與酥餅類參展，詳情請聯絡會長楊文珍 (713)382-5986。

好消息！靈糧堂搬家囉！ 4 月 1 日起在新場地聚會
 

4440 Lexington Blvd.,Missouri City, TX 77459(Lexington Blvd 與  Dulles Ave 交會處，
Walgreens 後方之教堂 ) 歡迎參加遷堂精彩特會

特邀「以色列萬王之王彌賽亞事工」張清泉牧師 分享
4/2 ( 主日 ) 上午  10:00「輸贏之間，一生的抉擇」
4/2 ( 主日 ) 上午  11:30「從廚師到牧師，從美國到以色列」
機會難得，請勿錯失！
 

大休士頓生命河靈糧堂
莫思危牧師 敬邀

中華文化服務中心中文學校
暑期課程

中華文化服務中心中文學校 2017 年暑期 , 將開辦「青少年英文閱讀與寫作、鋼琴、扯鈴」及「成
人中文及有氧舞蹈」等課程，自 6 月 3 日起至 8 月 12 日止 , 每週六上課， 本校師資優良，設
備齊全，歡迎報名參加學習。
校址 : 9800 Town Park, Houston Texas 77036。
詳細課程資訊可上網查詢 www.ccchouston.org 或逕洽文化中心中文學校 713-271-6100 ext. 
160 或 163。

靈糧堂 4 月 1 日起遷新堂 主日
以色列事工牧師特會 歡迎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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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銀行社區服務講座『小型企業的稅務規劃』

美南銀行大廳經理陳蔚奇 (Vicky)、公關莊幃婷、主講人詹煥彩 、在美南銀行主辦（2017）報稅季
期間，與休士頓客家會聯合舉辦一場關於『小型企業的稅務規劃』免費講座上合影。

美南銀行（member FDIC）一向以服務社區為宗旨，對於攸關民眾切身福利的資訊，隨時舉辦講座、
提供民眾最及時及專業的訊息。

美南銀行大廳經理陳蔚奇 (Vicky) 介紹該行所提供的「小型企業商務服務帳戶」是
休士頓地區銀行中，同時具有「優惠多、收費低、功能齊全、使用方便」等優點集
於一身的銀行；只要 200 元就能開小型企業商務帳號、且享 200 個交易免收費等好
處。

詹煥彩 ( 詹煥彩會計師事務所負責人、休士頓前
會計師協會會長 ) 主講『小型企業的稅務規劃』、
講座中為大家講解有關 2017 年新稅制及小型企業
主應如何從政府的稅法中為企業在合理範圍內從
節稅、省稅的財務規劃中做出理最佳選擇，與合
理的避稅等，以免造成日後更多的損失。

2016 年 3 月 25 日 ( 週六 ) 美南
銀行公關莊幃婷介紹主講人詹
煥彩、他是位資深會計及稅務
的專業人員，平時熱心社區公
益活動、義務為民眾提供有關
會計稅法的專業知識，多年來
於社區中舉行多次有關財務會
計稅法免費講座，深受民眾歡
迎。

本報記者 黃麗珊 攝

德州東北同鄉會成立27周年暨2017春季聯誼會 （上）

出席年會的貴賓（ 左起 ） 山東同鄉會榮譽會長豐建偉，美南報業傳媒集團董事長李蔚華，
藝術家蔣瑞，川渝同鄉會 卿梅，及山東同鄉會會長房文清在大會上合影。

圖為（ 左起 ）東北同鄉會理事 Lucy 韓女士，與夫婿資深科學家 Sam  Niue 牛博士，與豐建
偉醫生夫婦在大會上合影。

本報記者 秦鴻鈞  攝 德州州議員吳元之（ Gene Wu ) 親臨大會並致詞。

（ 左起 ） 吳曉萍，李秀嵐，Lucy 韓 與全
體理事唱東北同鄉會會歌，該歌詞曲作者
為吳曉萍校長。

國會議員 Pete Olson 的代表張晶晶女士（ 
右 ） 代表贈送紀念 T 恤 給李秀嵐會長（ 
左 ）。

年會的三位主持人（ 右起 ）張黎波，許涓
涓，姜晗。

出席二會的美國代表豐建偉醫生（ 左 ） 在會
上敘述他的參會心得，並捐出郵票紀念冊義賣，
（ 右） 為主持人許涓涓。

東北同鄉會老會長，曾當選德州高齡選美皇后
的洪家鶴女士（ 中） 與主持人張黎波（ 右 ），
姜晗（ 左 ） 在年會上合影。

國家一級演員，川劇變臉大師崔
咏梅表演精湛的變臉技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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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arding trade issue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Li 
said China doesn’t want a trade war which will trigger 
unfair trade and damage the interests of both China 
and the US.
“If there is a trade war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the 
interests of foreign companies, in particular American 
companies, will be damaged, and China does not want 
any trade wars,” he said.
“The China-US relationship is capturing the attention 
of the whole world, and whatever bump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may encounter, 
we still should move forward and head in a positive 
direction,” Li noted, “People from China and the US 
are great people, and we have the wisdom to manage 
our differences and can continue to broaden our mutual 
benefits.” (Courtesy http://sino-us.com/)

of interdependence in the past few decades since the 
founding of diplomatic ties, according to Chinese 
Premier Li Keqiang on Wednesday in Beijing.
“Although we may have different options on some 
issues like employment and exchange rate, and 
probably on security issues, we both need to maintain 
a strategic focus, sit down and talk with each other as 
well as enhance mutual understanding,” said Li during 

open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to global market 
forces, China is optimistic about the future Sino-US 
relations as the two countries have established a lot 

a press conference after the closing of the fifth session 
of the 12th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at the Great 
Hall of the People in Beijing.
Li’s remarks came as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and 
the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are reportedly set to 
have a face-to-face meeting in April.
According to Li, the diplomatic departments of China 
and the US are communicating with each other at the 
moment over the meeting of the top leaders of the two 
countries.
After Trump officially took over power, the leaders 
of the two countries talked to each other through the 
phone and expressed their willingness to push forward 
the China-US relationship.
“As the China-US relationship is not only crucial for 
the interests of the two countries, but also concerns 
regional and world peace, security and stability, we all 
need to maintain and push it forward,” Li said.

News & Review is a Division of Southern News Group - Founded June 16, 1979  |  March 31, 2017  |  John T. Robbins, Editor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People's Daily,ChinaVerified account @
PDChina
 Follow
More
#BREAKING: Chinese President #XiJinping 
to meet @POTUS @realDonaldTrump at his 
Mar-a-Lago estate in Florida from April 6-7: 

foreign ministry

China Optimistic About Future China-US Relations: Premier Li

Chinese Premier Li Keqiang holds a press 
conference at the Great  Hall of the People in Beijing, 
capital of China, March 15, 2017. 9Photo: Xinhua0

Please send your comments to the News & Review Editor at john@scdaily.com

its goods in their markets.
On Wednesday, former US Treasury Secretary Jack 
Lew said in a public speech that China did not gain 
trade advantage through interventions of the yuan's 
exchange rate.
According to the US Treasury's regulations, three 
criteria are required before the US could label a country 
currency manipulator: A significant bilateral trade 
surplus with the US larger than $20 billion; a material 
current account surplus larger than 3 percent of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and persistent interventions 
to keep its currency weak.
Lew said that China only met the first criterion.
In the US Treasury's most recent review in October 
last year, China met only one of the three criteria, 
which is a goods trade surplus of $347 billion in 2016, 
according to the US Census Bureau.
On April 15, the US Treasury will assess the exchange 
rate policies of its main trade partners to decide 
whether they gained unfair trade advantage by keeping 
their currencies weak.
Previously, President Trump declared China the "grand 
champions" of currency manipulation. (Courtesy 
http://sino-us.com/)

reported on Wednesday that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is preparing a review of China's market economy status 
under the framework of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The US may impose high tariffs on Chinese goods 
if the review, which will be announced as early as 
this week, defines China as a non-market economy, 
according to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report.
"China and others need to realize that the games are 
over -- continuing their unfair trade practices and 
operation as a nonmarket economy will have serious 
consequences," the US Commerce Department said in 
a statement.

During his presidential campaign, Trump said that 
China was not a market economy and vowed to impose 
45 percent tariffs on goods imported from China.
Beijing has said that WTO member nations were 
required to start treating it as a market economy 
in December 2016, on the 15th anniversary of its 
membership in the Geneva-based organization that 
oversees global trade.
As a condition of joining the WTO, China agreed in 
2001 that WTO member nations could treat it as a 
non-market economy, which was written into a clause 
of its WTO membership agreement which expired 
on December, 2016. The clause stipulated that WTO 
member nations had the advantage of using a third 
country's prices to gauge whether China was dumping 

American officials said.
The leaders will have a full agenda as they hash 
out some of the more contentious issues in bilateral 
relations: Mr. Trump’s claims about China’s unfair 
trade practices; curbing North Korea’s nuclear 
ambitions; and American concerns about Chinese 
military ambition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mong 
other matters.
The meeting, on April 6 and 7, will follow a recent trip 
to China by the United States secretary of state, Rex 
W. Tillerson. Mr. Tillerson struck a conciliatory tone 
as he met Mr. Xi in Beijing on March 19, a visit during 
which details of the Florida meeting were ironed out.
Mr. Xi will visit Mar-a-Lago, in Palm Beach, after 
stopping in Finland, said Lu Kang, a spokesman for 
the Chinese Foreign Ministry.
The two leaders had spoken by phone on Feb. 9. 
During that conversation, Mr. Trump told Mr. Xi he 
would honor the so-called One China policy, under 
which the United States recognizes a single Chinese 
government in Beijing and has no formal diplomatic 
ties with Taiwan.
Related

Key Differences Remain As Xi Prepares
To Meet Trump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will meet with his US 
counterpart Donald Trump at Mar-a-lago, Florida, 
the US, from April 6 to 7, the official Xinhua News 
Agency reported on Thursday.
It will be the first summit between the two leaders, and 
President Xi will be the second head of state hosted by 
President Trump at Mar-a-lago after he assumed office 
in January.
The presidential meeting comes as the two countries 
remain divided on key economic and trade issues such 
as the recognition of China's market economy status 
and the Chinese yuan's exchange rate.
Citing official documents on the website of the US 
Commerce Department,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HONG KONG — President Xi Jinping of China will 
visit President Trump at his Mar-a-Lago estate in 
Florida next week, the Chinese Foreign Ministry said 
Thursday, confirming details of the two leaders’ first 
summit meeting.
The meeting had been in the planning stages for several 
weeks as aides worked out the particulars. China had 
pushed for the more relaxed atmosphere of a meeting 
at Mr. Trump’s resort, rather than at the White House, 

President Trump’s Mar-a-Lago Estate in Florida

Former US Treasury Secretary Jack Lew

China Confirms Details of Trump-Xi Meeting at Mar-a-Lago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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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桌椅批發餐桌椅批發AAAAAA FURNITURE WHOLESALE
Tel: (713) 777-5888 Website: www.aaafurnitureusa.com

10300 Westpark Drive, Houston, TX 77042

★ 各式鐵木餐館桌椅、面、沙發

★ 以舊換新，省錢省力

★ 舊椅換新墊，一天完工

★ 本地免運費（一次購買$3000以上）

★ 價錢最低，品質最優，服務最好

★ 8萬呎倉庫，大量現貨供應

工
廠
直
接
批
發 #23 #411 #66A #DRB

廣 告
星期五 2017年3月31日 Friday, March 31, 2017



BB1212廣 告
星期五 2017年3月31日 Friday, March 31, 2017


	0331FRI_B1_Print
	0331FRI_B2_Print
	0331FRI_B3_Print
	0331FRI_B4_Print
	0331FRI_B5_Print
	0331FRI_B6_Print
	0331FRI_B7_Print
	0331FRI_B8_Print
	0331FRI_B9_Print
	0331FRI_B10_Print
	0331FRI_B11_Print
	0331FRI_B12_Print

